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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玻璃的无限可能



第一章 年度回顾
年度报告的编写为上海玻璃博物馆提供了一个回顾过往一年累累硕果的机会 , 无论是安静的冬天节奏，还是繁忙的夏天活

动 , 令人愉快的经历在博物馆一天天上演。2013 年对于上海玻璃博物馆是值得追忆和铭记的一年，我馆与来自本土和全球

的更广泛的观众分享着博物馆种种激动人心的时刻。

2013 年新年伊始，捷克驻沪总领事 Michal Kuzmiak 一行访问了上海玻璃博物馆，随行的捷克知名水晶品牌 Preciosa 宝仕

奥莎上海公司与我馆签署捐赠协议，向我馆捐赠了为 2010 年上海世博会设计制作的纪念行政品水晶“海宝”和世界第一

盏水晶吊灯的复制品。几世纪以来，捷克玻璃一直以其独创的水晶工艺和波西米亚风格闻名于世，此次捷克驻沪总领事的

愉快参观之行推动了我馆与捷克玻璃艺术的交流，并促成了 2013 年末在上海玻璃博物馆举行的“当上海遇见布拉格”捷

克国际新锐玻璃设计大赛作品展的合作。



1 月 24 日，上海玻璃博物馆接待了斯洛伐克共和国驻上海总领馆总领事帕沃尔�希考勤、商务领事米查以及斯洛伐克当

代玻璃艺术画廊 NOVA 代表 Zuzana Truplovfá 女士一行。斯洛伐克制造玻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18 世纪，玻

璃制造业进入鼎盛时期，近年来，斯洛伐克更是涌向出众多才华横溢的当代年轻玻璃艺术家。斯洛伐克希望加强与中国

的艺术合作，NOVA 画廊代表 Zuzana Truplovfá 也表达了希望与上海玻璃博物馆合作举办展览的意向。在与斯洛伐克驻

沪总领馆及 NOVA 画廊保持紧密的互动下，博物馆于 10 月 23 日接受来自 NOVA 画廊的艺术品捐赠，打破了博物馆在

光学玻璃藏品方面零收藏的记录。



随着博物馆日益提升的知名度，博物馆参观人数也得到了直线上升的体现。

为不断满足观众对于博物馆参观内容和物质精神多方面的要求，上海玻璃博

物馆在 2013 年对场馆进行了大幅度的扩大改造：在 2012 年下半年对主场馆

之外的 23# 建筑楼进行设计改建的基础上，博物馆于 2013 年 3 月在该栋楼

内举办了跨越整年的大型展览“Keep it Glassy”国际创意玻璃设计展，使得

这片废旧的老厂房焕发新的生机和功用，成为博物馆又一可供参观的展示厅；

博物馆纪念品商店由原场馆入口左侧的位置移至博物馆票务中心背后，原一

楼临展厅区域，使商店面积得到了近 4 倍的增加；博物馆园区一家有着近 60

年历史的灯工玻璃仪器工厂于 11 月开放参观，这里展示的是被时光保留下来

的手工制作技艺，吹制、加工、抛光、打磨⋯⋯看似平凡却孕育着非凡的创造力；

同时，11 月开张的新博物馆咖啡店也为在博物馆演示厅门口苦等表演开始的

观众得到暂时的放松，在浓郁的咖啡香气中萦绕中，观众可约三五知己小坐

闲聊，随心倚在任意角落，指点博物馆纪念品珍藏，翻阅书架上的文艺时尚

杂志，追怀博物馆的前世今生⋯⋯



在上海玻璃博物馆，观众可以参观拍照、体验互动，或是传递分享，而博物馆在 2013 年 10 月加冕的新吉祥物“玻玻

& 璃璃”则为观众增添了一个前来博物馆休闲的理由，两个水滴状萌趣吉祥物国庆时节一经推出，就吸引了众多眼球和

话题。观众可以在博物馆内任意角落发现与吉祥物相关的元素：各大告示牌上的贴心提示、头戴王冠的灯工工艺品、商

店玲琅满目的周边产品⋯⋯这一创意概念的诞生，使博物馆大大拉近了与观众距离，体现出十足的“人情味”。新浪，

雅昌艺术网，解放日报，上海外语频道 ICS，等多家媒体发布了新闻。温伯格的精湛的技艺让人叹为观止，也让观众充

分领略了玻璃艺术之美。这次展览也极大地扩大了上海玻璃博物馆在国际上的美誉度，很多国外的玻璃艺术家因此和上

海玻璃博物馆建立了沟通和联系，希望能够在博物馆举办个人展览。



2013 年，博物馆受到来自媒体及大众的空前关注度，中央电视台、上海外语频道、上海星尚频道、环球时报、青年报、

第一财经日报、新浪网、搜狐网、人民网、凤凰网等逾百家媒体对于博物馆展览、活动及发展思路给予了不同角度的解

读报道。同时，博物馆积极关注社交平台的搭建和维护，公共微博和微信的每日更新为喜爱互动的观众建立了沟通交流

的平台，也对博物馆官网的资讯进行了补充和进一步推广。

博物馆展示的物是“实体”，而“人”才是博物馆的灵魂中心。上海玻璃博物馆的理想是发展为可供公众互动、体验和

分享的空间，不止于传统意义上集研究、展示、教育等功能为一体的“冷冰冰”的机构，更须要具有社区公众参与，人

与博物馆紧密依靠的特征。让博物馆的社会职能更多的应体现在提升公众归属感，拉近与大众的距离，终极目标是营造

一种博物馆的生活方式。



第二章 藏品报告
截至２０13 年 12 月 31 日，上海玻璃博物馆

自有藏品 813 件，其中购买藏品 252 件，捐赠

561 件； 中国古玻璃藏品 26 件，西方古玻璃

藏品 33 件，当代玻璃艺术品 276 件 , 纸质藏

品 18 件；上海玻璃博物馆另有租赁藏品 272 件，

其中中国古玻璃 264 件，当代艺术品 8 件。自

有藏品的详细清单见报告附件表格。

上海玻璃博物馆自有藏品数量统计：

   上海玻璃博物馆 藏品件数 

博物馆自有藏品 813 

其中：购买 252 

     捐赠  561 

813件中： 中国古玻璃 26 

 
西方古玻璃 33 

 
当代艺术品（设计作品） 276 

 
纸质藏品 18 

 
玻璃器皿（轻工捐） 460 



上海玻璃博物馆租赁藏品数量统计： 为最大程度的保证藏品的安全，上海玻璃博物

馆为馆内所有的藏品以及临时展览的展品向平

安保险公司投保艺术品保险。  展品件数 
 

租借展品总数 272 
 

古玻璃 

牧之 90 

264 

王进 66 

徐文举 28 

杨慧元 14 

薛吕（中西方） 35 

洪梅 11 

延广森 3 

吴振文 10 

陈荣 1 

尹向东 6 

当代艺术品 

盛珊珊 3 

8 

李鹏涛 1 

秦岭 1 

韩熙 1 

COSTA BODA 1 

  肖特玻璃公司 1   



第三章 展览回顾
(一 )“墨语凝器—薛吕玻璃艺术展”

2013 年 3 月 23 日，上海玻璃博物馆迎来了中国玻璃工作室运动的新锐——薛吕博士的“墨语

凝器”展。作为国内首位获得英国玻璃艺术博士学位的玻璃艺术家，以及参与见证中国玻璃工

作室运动的学者，薛吕博士筹建了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玻璃工作室，并任教至今。同时，

她在个人创作和艺术领域的不断探索，也为她积累了累累硕果。

此次展览由上海玻璃博馆作为主策展人，联合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玻璃工作室和薛吕个

人工作室，通过四个系列作品“凝墨”、“凝霜”、“凝器”和“凝景”，展示薛吕十年来在学术

和艺术领域坚持不懈、系统的努力研究成果；同时，上海玻璃博物馆也希望借本次展览再一次

展现中国学院玻璃工作室运动的成绩，以及为玻璃艺术家个人工作室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方

向。

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嫁接在西方与远东的审美情结，将玻璃艺术雄心般地开拓延伸至建筑

的规模尺度，薛吕博士的玻璃艺术作品已经被国际藏家和艺术机构收藏，赢得了国际学界的赞

誉，并蓄势待发，为中国的玻璃工作室运动和建筑空间设计应用玻璃材料提出了新的探索方向。

此次展览，共展出薛吕的作品共 16 组。展出的作品中 2004 年至 2006 年的“凝墨”系列从工

艺的角度探索了中国学院玻璃工作室实践新的可能性，2006 年至 2008 年创作的“凝霜”系列

从材料的角度拓展了人们对于玻璃的一贯认知，2008 年至 2010 年的“凝器”及近期的“凝景”

系列丰富了玻璃艺术的应用范围，将其延伸至建筑及室内领域。



( 二 )“Keep it Glassy—国际创意玻璃设计展”

逾 200 件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意设计作品奏响玻璃的“欢乐颂”。

2013 年 3 月 28 日，上海玻璃博物馆迎来了横跨整年的重磅特展——“Keep it 

Glassy”，展示出玻璃设计好玩与有趣的一面。这场展览涵盖了世界各地 50 多位设

计师的作品，包括著名设计师 Droog（荷兰）、Fabrica（意大利）、Campana Brothers（巴

西）和 Tadao Ando（日本）等。这 200 多件作品的共通之处在于：用爱设计、用心呵护。

玻璃已穿过漫长时光，取得卓越成就。直至今日，设计师们依然在不断挖掘这种材

质的迷人特质，呈现其变化无穷的形状和色彩。众所周知，玻璃制作是一门非常严

肃的工艺，但同时也是充满趣味的尝试，能带来意料不到的惊喜，而新展览“Keep 

it Glassy”恰恰会验证这一点。

超过 200 件展品经由世界各地精心汇聚上海玻璃博物馆的全新临展空间。“Keep it 

Glassy”展览精选出的众多国际级设计师佳作，将会让跨越语言、风格和文化界限

的玻璃在这里妙趣横生。该展览汇集创意理念于一处，共享同一种语言——对玻璃

的热爱和致力于玻璃设计创作的兴奋刺激。

 “Keep it Glassy”展览的展陈采用如梦如幻的的镜面和水池设计，呈现出令人惊叹

的视觉体验，引领观众一同品味这些不仅可展现出材质本身的魅力，还能让你把微

笑挂在脸上的展品。



( 三 )“灵蛇献瑞——战国蜻蜓眼珠饰展”

2013 年 5 月 18 日，上海玻璃博物馆迎来了它二周年的生日庆典。此次庆典，适逢国际博物馆日，上海玻璃博物馆

继去年推出古玻璃系列展Ⅰ——“明月华光”古玻璃耳饰展后，今年推出了该系列展第二篇——“灵蛇献瑞”蜻蜓眼

珠展览，以庆贺全世界博物馆共同的节日以及自己的生日。此次展览，得到了中国古玻璃收藏群体的大力支持，也

是中国首次古代玻璃蜻蜓眼珠的大型展览。

此次展览设置在上海玻璃博物馆的古代珍宝馆，场馆改建是博物馆执行总裁张琳先生于 2011 年访问日本箱根的莱俪

私人收藏博物馆后建立的；日本之行给予了他和博物馆展览团队将中国古代玻璃以珠宝形式呈现的灵感，以拉近古

代玻璃和现代人的距离，以一种崭新的展览方式呈现古代玻璃之美。基于此，上海玻璃博物馆开辟了名为“古玻璃

珍宝馆”的展览陈列馆，以带领观众领略古代玻璃的精粹，感叹古人别样的智慧。

“灵蛇献瑞，明珠耀世”，癸巳年在古琉璃珍宝馆举办战国蜻蜓眼珠饰展，如同一场让人等待了两千年的梦幻之旅。

春秋战国时期的“随珠和璧”，即“随侯珠”与“和氏璧”并称，是无上高贵的世上至宝。战国蜻蜓眼琉璃饰品，以

其悠久深厚的图腾文化，和精湛卓然的制作工艺，跨越时代和地域，以一种珠宝的方式呈现在上海玻璃博物馆古代

珍宝馆；战国蜻蜓眼珠饰，作为世界古琉璃史上最浓厚凝练的一抹，静静等待着众人的赏析。此次展览为期一年。

上海玻璃博物馆希望本次展览能够带领大家探寻蜻蜓眼图腾的渊源，了解其神秘复杂的流传，感受古代玻璃在历史

宗教、艺术文化及现代科技领域的深远影响。此次展览开幕式邀请到全国收藏界的众多嘉宾到场，通过古玻璃珍宝

系列展览，上海玻璃博物馆在推广和传播中国古代玻璃文化上又一次做出了极大的推动，这里将成为中国古代玻璃

收藏群体的一个共同的展现平台，古琉璃珍宝将拭去千年灰霾，在上海玻璃博物馆熠熠生辉。



(四 )“当上海遇见布拉格—捷克国际新锐玻璃设计大赛作品展”

2013 年 12 月 11 日，一场别具特色的捷克国际新锐玻璃设计大赛作品展“当上海遇见布拉格”在上海玻璃博物馆拉开帷

幕。此次展览，以两个城市，捷克布拉格和中国上海作为文化交融的纽带，以玻璃这种特别的材质作为媒介，以艺术家

对材质的迷恋作为创作之源，体现了玻璃艺术的无国界魅力。

此展览由上海玻璃博物馆和捷克宝仕奥莎品牌主办，捷克共和国驻上海领事馆、布拉格装饰艺术博物馆、捷克 Qubus 设

计工作室协办。

本展览汇集展出了从捷克新锐玻璃艺术家竞赛中脱颖而出的二十件精选作品，该系列中每一件与众不同的玻璃作品背后

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故事，同时也反映出这批捷克年轻艺术家在与玻璃这种材质对话时的不同表达方式。此作品选亦展现

了广泛的玻璃制作工艺，呈现出玻璃与其它材质相结合时所蕴藏的无限可能，以及如何融入现代的工艺技术创造精彩绝

伦的艺术形式。

整个展览的展陈设计和视觉体验充分融入了双城之影，玻璃之魅，展览空间的不同展品在特别设计的灯光装置下展现出

了玻璃在艺术家的所传递的情感和语言。

作为“捷克国际新锐玻璃设计大赛“评委，参与评选大赛获胜奖品的上海玻璃博物馆执行总裁张琳表示，“此次捷克国际

新锐玻璃设计大赛作品展是上海玻璃博物馆既 2013 年初举办‘Keep it Glassy’国际创意玻璃设计展之后的又一个高规格

的国际展览。捷克作为玻璃工艺发展的领军者，也是玻璃艺术的最为活跃的一个国家之一。展览被命名为‘当上海遇见

布拉格’，更是希望籍此开启两个城市之间的文化和艺术交流，让博物馆作为城市最重要的一个文化艺术空间，传递玻璃

之美，将来自欧洲布拉格的浪漫气息融入动感之都的海派文化，为广大的上海城市居民提供一场美不胜收的展览。由此

展览开启的一个以捷克玻璃文化为主题的捷克国际文化节也将在博物馆悄然而起，所有参观者将可以在此活动中领略捷

克玻璃的古代文化，当代设计和玻璃艺术。

此次展览开幕式得到了捷克驻上海领事馆的大力支持，捷克驻上海总领事 Michal Kuzmiak 作为此次展览的桥梁人物，和

众多来自捷克的艺术家代表、博物馆代表、设计师工作室、宝仕奥莎代表以及中国艺术家代表和时尚人士参加了此次活动。



第四章 教育和公共活动
一、上海玻璃博物馆代表上海参与“城市文化交流会议－2013香港年会”

由香港先锋剧团进念二十面体（Zuni Icosahedron）及香港当代文化中心主办的“城市文化交流会议 2013

（City-to-City Cultural Exchange Conference 2013）”于 12 月 24 日及 25 日在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举办。

1997 年首次由上海、台北、深圳与香港文化界组成的论坛－“城市文化交流会议”，以“城市”出发，每届推选年度性

的重点主题并轮替主办会议，讨论如何将“文化”赋予时代新意，推动公共环境与公民社会的发展。每年一度汇集两岸

四地的文化人，包含文化政策制定者、前线文化工作者及关注文化发展的学者，各城市邀请十多位代表出席，期许藉由

城市间的经验分享、思想交流，让“文化”更具意义与力量。“城市文化交流会议”多年来扮演一个跨地域、以城市结

连为基础的平台，从文化角度出发，发掘、探讨、反思当代城市文化现象和文化政策议题，并且透过这平台交流、分享

及倡议多元的观点。

历届四城会议设定大会议题，皆从文化角度关注和思考城市的定位和未来。“城市文化交流会议－2013 香港年会“的主

题为”创意城市与博物馆“，参与者从当前的文化现象中探讨城市的本质和发展的可能。上海玻璃博物馆执行总裁张琳

作为上海的城市代表就上海玻璃博物馆现状及发展规划阐述了“博物馆的建设可以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提供，需要不

断着力于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满足人们对于后工业时代人文精神的需求，这样的博物馆才是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

博物馆，也自然会成为属于大众的博物馆”的营运理念。



二、沪上第一批爱心科普基地联盟成员单位授牌仪式于上海玻璃博物馆顺利举行

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联合会与上海市血液中心联合，于 2009 年发起的首期“爱心连你我·共

谱和谐情”活动至今，已走过了四个年头。四年来，40,000 余人次的献血者通过奉献爱心而走

进了众多神圣的科学殿堂，全方位地了解世界的百态与神秘。“爱心连你我·共谱和谐情”是

集树立公益精神、丰富科学文化生活、加强科技修养于一体的全新模式，是给予献血者关爱的

重要举措，使献血者感受到了献血引领健康生活的理念。兼有加大献血宣传从而挽救更多生命

与推进各科普教育基地深入民心的“双赢”意义。

为了持久以恒地开展“爱心连你我·共谱和谐情”科普活动，活动主办方于 2013 年成立了“科

普爱心基地联盟”。2013 年 11 月 28 日，沪上首批爱心科普基地联盟成员单位的授牌仪式在上

海玻璃博物馆顺利举行。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联合会葛同舟理事长、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联合

会张建卫秘书长、上海市血液中心沈行峰副主任、上海玻璃博物馆市场和运营总监方静出席仪

式，并为首批 38 家成员单位授牌。

“爱心连你我·共谱和谐情”是一项集社会科普资源的公益活动，首批“科普爱心基地联盟”

成员单位高举“推动科普事业与爱心事业协同共进”的大旗，以免费参观、优惠购票参观、给

予献血者相关福利等公益形式，向广大无偿献血者敞开科学大门。各成员单位积极倡导回报社

会、热衷社会公益活动，有效地推动社会的公益事业发展。



三、上海玻璃博物馆参加北京《Domus》“灵肉碰撞”展览
2013 年 9 月 10 日至 9 月 13 日期间，由《Domus 国际中文版》策展的“灵肉碰撞：中国文化建筑百年历程

1900-2013”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探讨中国文化建筑与建筑文化百余年的发展及其背后驱动力。上海玻璃博物馆作

为参展机构之一，以“移植体验”为主题呈现在了本次展览的第三章《向未来：走向何方》。

不同于传统被动式博物馆，玻璃博物馆对于观众体验的注重成为其特色。上海玻璃博物馆通过“移植体验”，探索着中

国社区化博物馆的发展模式。通过馆方、策划团队及建筑师的共同努力，将以往“强制观看”的博物馆模式变为“体

验式博物馆”，在互动中让观众得到美的享受。

上海玻璃博物馆以展品为中心，利用所设计的教育活动，作为连接当地社区的重点和激发创意的场地，反应社区的多样性，

带领社区民众进行创意的探索。在这里，博物馆不再是教条主义的收藏场地，而是为公众提供独特体验的多功能公共空间。

玻璃作为本地历史的重要元素，它平时不鲜为人知的一面通过各种互动型的装置和活动被展现出来，并被赋予了新的价

值和意义。在这里，博物馆体验是自由的，是快乐而多元化的，是属于公众的，是以人为本的。这种体验也成为了人们

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即“博物馆生活方式”。



四、古玻璃讲座：蜻蜓眼纹饰的起源与发展
地球上有许多古老的传说与符号，今人常常难以解读，譬如传说中的“随侯珠”：“随县溠水侧，有断蛇丘。随侯出行，见大蛇，

被伤中断，疑其灵异，使人以药封之。蛇乃能走。因号其处‘断蛇丘’。岁馀，蛇衔明珠以报之。珠盈径寸，纯白，而夜

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烛室。故谓之随侯珠，亦曰灵蛇珠，又曰明月珠。”1978 年湖北曾侯乙墓（随侯墓）出土的

173 颗精美绝伦带着神一样眼睛符号的琉璃珠，使我们拨开历史的尘埃，得以探究古代中国琉璃的发展。

自公元前 4000 年两河流域文明的玛瑙辟邪眼珠，至公元前 1500 年古埃及的荷鲁斯之眼护身符，这种眼纹图腾一直象征

着正义无畏，它拥有无限神力，能驱走恶魔，护佑平安幸福。蜻蜓眼珠饰广泛流传，逐渐覆盖地中海、非洲、欧洲、亚

洲等地区，大约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传入中国。极富创造力的中国技师将“琉璃蜻蜓眼”制作工艺改良演化到极致，不仅

继承了神性的力量，更演绎出时代的最高审美。拥有蜻蜓眼琉璃珠饰或镶嵌琉璃蜻蜓眼的铜器、玉器或漆器，是无上的尊荣。

“灵蛇献瑞，明珠耀世”，癸巳年在古玻璃珍宝馆举办的战国蜻蜓眼珠饰展，如同一场让人等待了两千年的梦幻之旅。在

本次讲座中，牧之老师带领大家探寻了蜻蜓眼图腾的渊源，了解其神秘复杂的流传，感受古代玻璃在历史宗教、艺术文

化及现代科技领域的深远影响。



五、“墨语凝器：薛吕的玻璃艺术”讲座
2013 年 7 月 13 日，上海玻璃博物馆举办了玻璃艺术讲座“墨语凝器：薛吕的玻璃艺术“，揭开了暑期“火热玻璃心，

清凉 GLASSY 夏”活动的序幕。薛吕博士借个展之际讲述了其十年来玻璃艺术创作的历程，从创作理念、材料特性和

工艺技法等方面探寻“凝墨”、“凝霜”、“凝器”和“凝景”系列作品的发展轨迹。阐释她对于中国水墨绘画的理解与运用，

以及传统工艺美术中对于“器物”的崇尚。与大家分享其在英国的学习、工作与生活经历，并一起探索作品中蕴含的

东西方文化。 

 为了追寻自己的玻璃艺术之梦，薛吕于 2004 年毅然留学英国，就读于具有 150 多年悠久历史的沃尔弗汉普顿大学

（Wolverhampton）艺术与设计学院玻璃工作室，师从玻璃艺术泰斗、国际玻璃工作室运作先驱 Keith Cummings 教授，

先后获得玻璃艺术硕士和博士学位，受到系统而严谨的学术训练，集工艺、科技、艺术于一体，这为其投身玻璃艺术

研究与创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嫁接在西方与远东的审美情结，将玻璃艺术雄心般地开拓延伸至建筑的规模尺度，薛吕博士

的玻璃艺术作品已经被国际藏家和艺术机构收藏，赢得了国际学界的赞誉，并蓄势待发，为中国的玻璃工作室运动和

建筑空间设计应用玻璃材料提出了新的探索方向。



六、玻璃艺术0——1200℃的奇妙变化：王铃蓁的创作分享讲座
2013 年 6 月 5 日，上海玻璃博物馆迎来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院助理教授 , 王铃蓁博士的艺术讲座。玻璃艺术千变万化，

在此讲座中，王铃蓁藉由自己多年的创作历程 , 透过其个人玻璃作品与香港玻璃艺术的发展现况 , 细说了玻璃这个奇妙

的媒材 , 如何让艺术家无限的诗意想像聘驰在 0 —1200℃, 塑造出一个个令人感动的作品。

王铃蓁，为澳洲国家大学视觉艺术—玻璃硕士 , 南澳大学视觉艺术玻璃博士。曾任教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多次获国立

台北艺术大学与台南艺术大学之邀教授短期密集玻璃艺术创作工坊。2005 年在美国玻璃协会阿得莱德世界年会演讲—

华人玻璃艺术发展。2006 受土耳其伊斯坦堡国际玻璃学校 Glass Furnace 之邀，教授玻璃铸造。2006 与 2007 年两度

获浸会大学之邀，为访问学人，教授玻璃艺术并协助玻璃工房之设立。曾获台湾金玻奖单一媒材第一名，台湾国家文

艺基金会创作补助，澳台奖学金，日本 Kanazawa 国际玻璃展奖励赏，New Glass Review 26 评审特选等等国际性荣誉。

举办多次国际个展与联展，作品广被美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际收藏家收藏。

2007 年 9 月起， 王铃蓁开始在浸会视觉艺术院任教玻璃艺术相关创作技巧。



七、 “live 玻璃心”关爱儿童心灵成长公益活动
作为一家非营利组织机构，上海玻璃博物馆一直热衷于推

动公益慈善活动，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奉献一份关爱

和温暖。

2013 年 1 月 4 日，上海玻璃博物馆携手上海盛立公益基金

会举办“live 玻璃心”关爱儿童心灵成长公益活动，邀请到

上海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参观展馆并参与互动游戏。此

次活动不仅仅开拓孩子们的视野，增长对玻璃的科教知识，

更是通过互动的游戏环节在愉悦快乐的氛围下增强孩子们

对待暴力问题的处理能力，树立孩子们对此类事件的正确

认识，也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人加入参与到儿童保护的

队伍中来，加入公益队伍一起倡导与推进儿童保护措施。



八、博物馆生日会：璀璨与爱同祝
上海玻璃博物馆在 2013 年独有一项特别的项目活动，那就是举办了多场由家长为

自己的孩子庆祝的畅游博物馆的生日聚会，聚会邀请孩子的全班同学及家长一起共

同学习玻璃知识，增长科普见识、体验玻璃玩味的乐趣、共同记录美好时光

活动刚开始，孩子们就已经兴奋不已，都迫不及待的围到主展区周围，惊呼玻璃吹

制过程的神奇。在活动过程中，孩子们记住了玻璃融化的熔点、可以阻止子弹穿过

的防弹玻璃、内嵌有“海宝”的 LED 玻璃、衣衫褴褛的“稻草人”等等作品名字，

并且记住了它们背后的原理。观看热玻璃表演时，过生日的孩子既兴奋又紧张，激

动的说“今年的生日过得太有意思了。”

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过了一个有意义的生日，也让更多的小朋友学会分享快乐，

同时提升了孩子对材质认知的兴趣。



九、寻觅玻璃宫殿的圣诞烛光晚宴
上海玻璃博物馆 2013 年末圣诞之夜定时启动，12 月 24 日与

25 日开放圣诞 " 夜场 " 时段，开馆时间延长至晚上 9 点，观众

邀至亲好友，寻一浪漫胜地，在被艺术包围的空间，享用烛光

香槟晚宴，给圣诞一个梦幻的机会。   

上海玻璃博物馆推出烛光圣诞香槟晚宴。晚宴设在博物馆二楼

艺术廊桥、晶莹璀璨的玻璃屋、浪漫唯美的环境、亮丽夺目的

玻璃艺术品，融合厨师长亲自准备的美食以及旖旎馥郁的香槟，

为在博物馆度过圣诞温暖节日气氛的观众带来了一次精致难忘

的艺术之夜。



十、暑假的最后狂欢夜——KIG电影之夜
在火热的八月份炎夏，博物馆为即将学生群体开辟了一片轻松自在的时光。为 2013 暑假画上最具纪念性的休止符！

上海玻璃博物馆特别企划 2013 年暑期特别活动——KIG 电影之夜，在这期的夏日电影夜里，一众爱影人士欣赏到

曾荣获 2010 年欧洲电影节最佳动画片奖、2010 年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动画片奖的动画电影作品——魔术师

L'illusionniste)。

 本片是法国导演西维亚·乔迈自 2003 年的《疯狂约会美丽都》后完成的首部动画长片。讲述一位年迈的魔术师在

邂逅一位小女孩后，人生道路发生转折的故事。观众们抓住夏天的尾巴，在上海玻璃博物馆 Keep it Glassy 展厅欣

赏时尚展览，享受专享美食，品味精彩电影，感受夏日最后一抹浪漫与风情。



十一、 Oh, 帐篷奇妙夜 ~
参观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而夜间的静谧能让参观过程更具神秘感，众人同游也会营造出节日般快

乐的氛围。

博物馆里的奇妙帐篷之夜，则提供了一次发现博物馆夜晚的秘密，领略博物馆艺术之静谧的终身难忘的经历！

为了让前来“过夜”的观众们满意而归，上海玻璃博物馆首创 " 奇妙帐篷之夜 "，并为大家准备了意想不到的“节目”。

在宽敞空旷的展厅内，参与的体验者细细品鉴着浩如烟海的艺术珍品、探索博物馆夜晚的秘密、领略玻璃艺术的珍

贵、投身于充满乐趣的竞技游戏 ......



第五章 2013年博物馆人事和组织构架
上海玻璃博物馆在 2013 年进行了博物馆组织架构的调整和修订，博物馆继续采用西方先进的

理事会、独立策展人和执行委员会三方独立负责制。理事会负责决策，决定博物馆发展方向、

战略目标、修改博物馆章程、审议博物馆的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以及包括募捐集资等其他重大

事项；执行委员会负责具体的行政管理，协调各个部门的工作职能；独立策展人从事专业的常

规展览和临时展览构思、策划及布置。

下图为上海玻璃博物馆 2013 年组织架构图：



第六章 博物馆团队成员
截止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张琳 执行总裁 

任韵洁 执行总裁助理 

陈瑛 展览和藏品经理 

严又青 展览设计主管和艺术支持 

沈海兵 展览文员  

徐绩哲 藏品和图书主管 

方静 市场和营运总监 

祁卿 营运部经理 

郜银银 前台主管/保洁主管 

方一鸣 客服 

陈玉婷 客服 

密甜 客服 

陆文琪 客服 

陈志龙 客服 

朱玲 博物馆商店主管 

殷燕华 客服 

王培华 客服 

薛慰祖 餐饮主管 

黄晓波 客服 

何炜琳 客服 

陆烈 会所商店主管 

陈雅萍 博物馆咖啡店主管 

朱晓霖 市场部经理 

王美俊 市场部主管 

李泓 人事行政总监（兼 DIY 工作室） 

张纬 人事行政经理 

王建铭 支持运营总监 

瞿波 支持运营主管 

张洁 财务总监（兼博物馆咖啡店） 

宫纪文 财务经理 

杨琼 出纳 

张鸣 出纳 

林益亮 物业管理总监 

王广华 安保经理 

陈曦 项目经理 

李勇强 创意策划经理 

王晓颖 市场营销主管 

周芳 客服 

周毅 灯工技师 

周锡华 热玻璃操作工 

岳志涛 热玻璃操作工 

刁卿卿 厨师 



第七章 财务报告
一、2013收入汇报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上海玻璃博物馆累计参观人数为 109,738 人，博物馆门票和讲解收入共

2,189,835 元。

上海玻璃博物馆作为一个非营利的公益组织，2013 年继续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企业的捐助和资助。在此，

特别列示 2013 年度捐助资助名单。同时，对于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对博物馆的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上海轻工玻璃有限公司资助金额

综上所述，上海玻璃博物馆 2013 年度门票讲解收入 219 万元，政府及社会团体捐赠金额 230 万元，博物馆资助方资助

金额 35 万元，博物馆收入共计 484 万元。

收入分项 金额（元） 

门票收入 2,130,145 

讲解收入   59,690 

年度总收入 2,189,835 

资金捐助来源 金额（万元） 

宝山区财政局 60 

上海绿家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130 

宝山区科学技术学会 5.5 

宝山区商业联合会 1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32 

其他 1.19 

捐助总金额 229.69 

资助方 金额（万元） 

上海轻工玻璃有限公司 35 

合  计 35 



上海玻璃博物馆在自身收获良好的社会关注和效益的同时，也为博物馆所在园区的其他单位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效应。

2013 年，博物馆配套设施营收约 290 万元，具体如下：

( 备注：物业支出，包含水电气，保洁和保安等，共享上海轻工玻璃有限公司园区物业资源，未包含在上述费用中。)

三、2013年收支对比

综上所述，上海玻璃博物馆 2013 年度总收入 484 万元，总支出为 486 万元。

二、2013年度支出情况

2013 年博物馆的支出明细表如下：

项目名称 营收金额 

DIY项目 1,058,481 

玻心璃语商店  963,959 

murano@shmog咖啡吧  797,025 

博物馆咖啡店  27,840 

活动和场地租赁  48,400 

合      计 2,895,705 

费用分类 金额（元） 

工  资 1,887,501 

电信费   36,814 

杂  费  190,498 

差旅费   37,345 

办公费   545,199 

展览费 948,761 

折旧费 1,214,240 

费用合计 4,860,358 




